
读 经
Scripture Reading

(Joanna Xing)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
Theref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since we have 

confidence to enter the Most Holy Place by the blood 

of Jesus,

20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
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
体。
by a new and living way opened for us through the 

curtain, that is, his body,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and since we have a great priest over the house of 

God,

22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
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
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with a sincere heart and with 

the full assurance that faith brings, having our hearts 

sprinkled to cleanse us from a guilty conscience and 

having our bodies washed with pure water.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23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
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Let us hold unswervingly to the hope we profess, for 

he who promised is faithful.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And let us consider how we may spur one another on 

toward love and good deeds,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
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
文是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not giving up meeting together, as some are in the 

habit of doing, but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 and all 

the more as you see the Day approaching.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If we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no sacrifice for 

sins is left,

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
烈火。
but only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of 

raging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enemies of God.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28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怜恤而死，
Anyone who rejected the law of Moses died without 

mercy on the testimony of two or three witnesses.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29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
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
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
重呢！
How much more severely do you think someone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who has trampled the Son of 

God underfoot, who has treated as an unholy thing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that sanctified them, and who 

has insulted the Spirit of grace?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30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
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
姓。」
For we know him who said, “It is mine to avenge; I will 

repay,” and again, “The Lord will judge his people.”

31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It is a dreadful thing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

希伯来书 Hebrews  

10:19-31  (NIV)



讲 道 Sermon

方惠芬 姊妹
Katherine Fong



又 新 又 活 的 路



打女
侠女



打女
侠女



基督
的侠女



耶稣 :  超越一切的基督
Jesus: Christ is Superior to All

(希伯来书 1:1 - 10:18 )



概 述

当听神藉子说话
Listen - God Has Spoken to Us

Through His Son 

(基督是神
最终的启示 )

1

2 超越天使
Superior to Angels 

(身份上的超越 )

3 作救恩元帥的基督
Christ is the Pioneer of Salvation 

(救赎上的超越 )



概 述

超越摩西
Superior to Moses 

(治理上的超越 )
4

5 超越亚伦作慈悲尊荣的
大祭司
Being the Merciful and Great 

High Priest - Superior to Aaron

(职份上的超越 )

6 基督跟随者：
迈向成熟 进到完全
As Christ’s Followers: 

Towards Maturity and Perfection

(做一个成熟
完美的基督徒 )



概 述

耶稣、旧约、新约
的三角关系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Jesus, OT and NT)

(三角关系 )

7

8
信徒有指望：因耶稣是
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
Believers Have Hope: 

For Jesus is the High Priest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按大祭司
麦基洗德
等次的
耶稣
带来指望 )



新约
A New Covenant 

(功效上的超越
- 超越旧约 )  

(更美的新约 )

9

10 耶稣来用宝血带进
更美的敬拜
Jesus Came to Lead Us to Better 

Worship by His Blood

(更美的敬拜 )

11
基督来使敬拜者
更接近完全
Christ Made Worshipers 

Come Closer to Perfection

(更美的敬拜者 )



1-10 章 基督 教 义

11-13 章 基督徒 生 活

11 章 信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

实底，是未见之事
的确据

12 章 望
12: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

始成终的耶稣

13 章 爱
13:1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

相爱的心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永死的路
10:26-31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1:1 - 10:18

基督论 Christology

救赎论 Soteriology

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
入至圣所，

Theref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since we have 

confidence to enter the Most Holy Place by the blood 

of Jesus,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教义

生活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
进入至圣所 ， Theref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since we have confidence to enter the Most 

Holy Place by the blood of Jesus,

20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by a new and living way opened for us through the 

curtain, that is, his body, 

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and since we have a great priest over 

the house of God,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

然 进 入 至 圣 所 ， Theref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since we have confidence to enter the Most 

Holy Place by the blood of Jesus,

20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by a new and living way opened for us through the 

curtain, that is, his body, 

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and since we have a great priest over 

the house of God,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2 个基础 坦然进入「至圣所」

1.  耶稣的血
2.  大祭司



2 个基础 坦然进入「至圣所」

1.  耶稣的血 = 耶稣是祭牲
2.  大祭司 = 耶稣是大祭司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旧约 新约

祭坛 = 十架
羔羊 = 耶稣



2 个基础 坦然进入「至圣所」

1.  耶稣的血 = 耶稣是祭牲
2.  大祭司 = 耶稣是大祭司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旧约 – 通过祭坛上祭牲的血
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

新约 – 通过十架上耶稣的血
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



是什么使「至圣所」至圣 ?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至圣所」內有上帝的施恩宝座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画家笔下的约柜 ）

施恩宝座



什么是进入「至圣所」?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进入「至圣所」= 来到上帝面前

为什么要来到上帝面前 ?



进入「至圣所」= 来到上帝面前

为什么要来到上帝面前 ?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

的宝座前，为要 得怜恤，蒙恩
惠，作随时的帮助。

Let us then approach God’s throne of grace with

confidence, so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us in our time of need. 



为什么要得怜恤，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

又新又活的路 10:19-25

走这又新又活信心的路



第四个警诫



永死的路 10:26-31

26  因为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If we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no sacrifice for 

sins is left,

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
火。
but only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of 

raging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enemies of God.



永死的路 10:26-31

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 故意犯
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If we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no sacrifice for 

sins is left, 

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
火。
but only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of 

raging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enemies of God.



永死的路 10:26-31

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If we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no sacrifice for 

sins is left,

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 烧灭众敌人
的烈火。
but only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of 

raging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enemies of God.



永死的路 10:26-31

信徒面对
迫害、苦难

旧制度 (犹太教 )
吸引招手



永死的路 10:26-31

叛教，变节

信徒面对
迫害、苦难



永死的路 10:26-31

规条，律例，节期

旧制度 (犹太教 )
吸引招手



永死的路 10:26-31

以弗所书 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
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旧制度 (犹太教 )
吸引招手

规条，律例，节期



永死的路 10:26-31

世界
吸引招手

旧制度 (犹太教 )
吸引招手

信徒面对
迫害、苦难



永死的路 10:26-31

世界
吸引招手

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



永死的路 10:26-31

世界
吸引招手

政府法例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



永死的路 10:26-31

世界
吸引招手

政府法例意识形态

潮流文化 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

世俗主義



永死的路 10:26-31

世界
吸引招手

政府法例意识形态

哲学思维

潮流文化 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

世俗主義



永死的路 10:26-31

世界
吸引招手

政府法例意识形态

哲学思维

潮流文化 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

世俗主義

潛移默化
蚕食洗脑

质疑挑战 信心信仰



永死的路 10:26-31

罗马书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约翰壹书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Do not love the world or anything in the world. If 

anyone loves the world, love for the Father is not in 

them.



永死的路 10:26-31

雅各书 4:4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
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You adulterous people, don’t you know that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 means enmity against 

God? Therefore, anyone who chooses to be a friend 

of the world becomes an enemy of God.



永死的路 10:26-31



永死的路 10:26-31



永死的路 10:26-31



永死的路 10:26-31

10:26   故意犯罪
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



基督
的侠女



世界
的魔女



永死的路 10:26-31

信徒面对迫害

当人拒绝尊崇耶稣为基督，
背弃了他在信仰上的立场时，

他就是故意拒绝基督，
存心要背弃真道、叛教、变节。

世界吸引招手手

当人开始与上帝关系冷淡、疏远，
对上帝的话、教会聚会没有兴趣，

最终导致贪爱世界，离开信仰。



为什么惩罚是永死那么的重 ?

永死的路 10:26-31

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 烧灭众敌人
的烈火。
but only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of 

raging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enemies of God.



永死的路 10:26-31

29  何况人 践踏神的儿子，将那 使他
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
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
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How much more severely do you think someone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who has trampled the Son

of God underfoot, who has treated as an unholy 

thing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that sanctified them, 

and who has insulted the Spirit of grace?



永死的路 10:26-31

圣 灵子

父

上 帝



永死的路 10:26-31

圣 灵子

父

上 帝



永死的路 10:26-31

圣 灵子

父

上 帝



儆醒… 儆醒…  儆醒



儆 醒 10:22-25

22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
前；

23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

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是
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儆 醒 10:22-25

22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
神面前；

23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
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
善。

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
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
（原文是看见）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结 论



1-10 章 基督 教 义

11-13 章 基督徒 生 活

11 章 信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

实底，是未见之事
的确据

12 章 望
12: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

始成终的耶稣

13 章 爱
13:1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

相爱的心



基 督
的 超 越
( 1-10 章 )  

基 督 徒
的 超 越
( 11-13 章 )



使 徒 信 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裏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